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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防疫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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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109年1月22日下午依市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
會議，本區依疫情應變指揮中心成立「臺中市南區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

指揮官 區長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

疫情查
報組

救濟組 總務組
人力資
源組

衛教醫
療組

支援組 救護組
環境防
治組

機動防
疫組



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任務編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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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分工事項

疫情查報組
(民政課)

1. 依市府指示統籌監測轄內 各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高感 染

風 險個案健康管理相關事 項。

2. 依市府民政局指揮，邀集權責單位（如警察 、衛生單位等）

追蹤及彙整各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檢疫個案之每日健

康追蹤報表回報相關事 項。

3. 協同權責單位（如警察 、里長等）發 放高感 染風 險個案專用

手機、隨時 監測個案定位等情形。

4. 協助第一線服務人員( 民政志工、活動中心) 防疫相關事 項。

5. 其他應變處理等事 項及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政令宣導。

救濟組
(社會課)

1. 協同權責單位辦理罹難者處理通報等相關事 項。

2. 其他救助( 濟) 、社會資源運用等相關事 項。

3. 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總務組
(秘書 室、農建課)

※秘書室：

1. 配合市府政策及指令實施辦公 廳舍環境消毒及相關通報（如

機關自主檢查表等）。

2. 調查及採購管理本區防疫物資。

3. 統籌第一線服務人員防疫標準作業流程。

4. 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政令宣導及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農業及建設課：

1. 配合市府政策及指令實施公 園等外圍單位環境清潔及消毒。

2. 支援疫情查報組不足人力。

3. 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政令宣導及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任務編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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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分工事項

人力資源組

(人 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1. 第一線服務人員心理衛生及壓力輔導關懷。

2. 安排防疫期間本所公 共空間之所內 人員輪值表，及督導輪值人員防疫

工作情形。

3. 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政令宣導及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衛教醫療組
(衛 生所)

1. 有關疫情處理、宣導防疫衛教事 項。

2. 其他救助( 濟) 有關事 項。

支援組
(人 文課、警察局第三分局及所屬派出所)

1. 協同區內 警察 就重要場所或圍堵區域進行安全維護相關事 宜。

2. 管控所內 役男健康狀況，並依疫情狀況機動支援各編組。

3. 業務所屬或相關單位之政令宣導及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救護組
(消防 局第七大隊及所屬分隊)

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環境防治組
(環 保局東南區 清潔隊)

1. 執行本區公 共環境清潔、消毒等防治措施。

2. 處理檢疫機構或隔離場所之廢棄物清理。

機動防疫組
(各里里長 )

1. 依區公 所通知，協同警察 、里幹事 親赴民眾住家發 放高感 染風 險個案

專用手機、隨時 監測個案定位等情形。

2. 居家檢疫期滿，偕同警察 、里幹事 向個案收 回手機並繳回公 所保管。

3. 協助宣導里內 防疫衛教事 項及上級臨時 交辦事 項。

市府外單位聯絡電話：
戶籍查報 窗口 －戶政科 游煥堯專員 0921-392105
罹難者處理窗口 -崇德館 熊增仁館長 0937-737966
國軍支援 窗口 -李美麗科長 0912-608796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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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於109年1月30日召開「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會
議」，參加對象各里里長、衛生所、警察局三分局、東南區清潔
隊及本所各課室主管，查報防疫組說明本區目前因應作為。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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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於109年2月6日召開「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會議」，
查報防疫組再次說明南區居家檢疫現況。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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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於109年2月14日召開「南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會
議」，查報防疫組說明最新居家檢疫對象及各里里長反映意見交
流。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本所每日進行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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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防疫組每日上午8時30分邀集各里幹事進行會議，討論里
幹事訪視個案之情形及遭遇困難，並傳達市府民政局最新防疫
政策。

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居家檢疫個案每日關懷流程

 步驟1

依市府民政局提供之名冊，提供各里幹事

針對轄內個案進行電話訪問個案及家人身

體狀況，且提醒居家檢疫時注意事項。

 步驟2

各里幹事每日於9時30分前回報個案及家人

身體狀況、基本資料(手機、地址及結束關

懷日期)，交付公所窗口專案人員彙整。

 步驟3

民政課於每日依限回報名冊予市府民政局

彙整，俾利疾管署進行個案自有手機定位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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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南區無法聯絡居家檢疫個案之作業流程

 步驟1

倘經由5次以上電話聯絡未果，則以
簡訊進行通知個案，於規定時間前
向里幹事聯絡。

 步驟2

倘個案未回電里幹事者，由本所民
政課長通知警察局第三分局核派警
員，會同該里里長至個案家訪視，
瞭解個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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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立南區防疫應變小組



陸港澳學生入境健康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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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9年2月17日起各大專校院依其
掌握之港澳生、僑外生居家檢疫名
冊，與地方政府窗口所掌握之居家
檢疫名冊，每日進行勾稽交接。

 確認學生入境情形及住宿地點後，
勾稽比對後所有學生，將由學校辦
理後續居家檢疫關懷作業。

 本區轄內有中興大學及中山醫學大
學，本所將持續與學校窗口、市府
民政局保持聯繫，確保學生進行居
家檢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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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廳舍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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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明顯處張貼防疫宣導海報。
 本所電梯每小時定期清消。

貳.



第一線服務人員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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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處、服務台備有乾洗手(或酒精)等消毒設備，並由志工協
助量測額溫。

 提供口罩予第一線服務人員配戴口罩。提供民眾安全洽公環境，
並有效防患疫情。

貳.



大型活動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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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區聯合醒修宮舉辦109年南區各界慶祝元宵節「金鼠來寶迎新春」猜燈謎暨
摸彩活動，在寒流及武漢肺炎疫情的氛圍籠罩下，民眾依然熱情參與，本所因
應疫情，備妥手部消毒設備，供民眾使用，第一線服務人員配戴防疫口罩，讓
民眾安心安全參與活動，有獎徵答並融入防疫重點，提高民眾防患意識。



獨居老人及身障人士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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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獨居且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獨居老人恐有臨時性使用口罩
需求，自109年2月10日起每週由里幹事至列冊關懷之獨居且行動
不便身心障礙者家中發送口罩，總計發放120人，口罩240片。

貳.



公共場域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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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公園張貼海報及備有洗手乳 大慶公園備有洗手乳

為因應本市針對武漢肺炎2019新型冠狀病毒防疫作業，本所對轄
管南平公園，大慶公園等二公園之公廁設置洗手乳及張貼防疫宣
導單相關宣導資訊，以利協助民眾並共同作好放疫工作。

貳.



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時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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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張貼注意事項、噴酒精，提醒民眾於封閉空間戴口罩、保
持距離，有效防止疫情。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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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防疫物資準備



本所防疫物資(一線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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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南區區公 所防疫 用品

盤點清單

品項 南區區公所

口罩
成人口罩

N9 5/個 0

外科口罩/ 個 0

醫用平面口罩/ 個 1221

兒童口罩/ 個 0

連身防護衣 0

一般隔離衣 0

護目鏡 0

額溫 槍/ 支 2

耳溫 槍/ 支 1

酒精
4000ml/桶 2

500ml/瓶 9

乾洗手

4000m/桶 0

500ml/瓶 0

隨手瓶 0

漂 白水/ 瓶 3500m/桶 4

其他
截至109 .02.17

剩餘量

參.本所防疫物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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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9年2月17日止，居家檢疫南區原關懷人數
219人，現關懷人數為193人(13人已進行14天關懷
結案、14人關懷1次結案、5人轉他區持續關懷)。

里幹事為基層第一線，持續克盡職守並積極作為，
使南區防疫工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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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結 語



廉
能

服
務

便
民


